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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医患之间
有大爱

如何让“心灵之窗”更明亮
聚焦

□本报记者 马雯

一个医生患病却让无数患者挂心。在这个故事里，没

有医闹，没有纠纷，没有伤痛，唯有温暖和爱。

医者爱，患者德。在信任与理解的基础上，没有一种关

系可能剑拔弩张。好的医生把病人当自己，好的病人把医

生当亲人。

“医患双方对健康的追求本就一致，所以更应是共同闯

关的‘战友’而非敌人，在此过程中，病人生命的一线生机其

实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你的信任也是医生的信心。”采

访中，张龑莉的主治医生——河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副主

任王莉英如是感叹。和谐医患，不过如此简单。愿这样的

故事再多一点，这样的温暖也能传递得更广、更久。⑥4

□本报记者 王平

“触屏”一代，“小眼镜”猛增

6月 4日上午，记者来到河南省人民医
院视光学中心，因为是周末，发现有不少中
小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来这里验光配镜。

说起孩子眼睛近视，家长彭女士一脸
无奈。她告诉记者，儿子目前就读于郑东
新区的一家小学，上小学六年级，近视度数
就已经达到了 300 多度。“从小就爱看电
视、打游戏。上学之后的双休日、寒暑假又
报了很多辅导班，眼睛终于不堪重负了。”
据彭女士介绍，她的儿子所在班级有36名
学生，近一半人都已成了“小眼镜”。

中国青少年近视眼患病率居世界首
位，高达50%～60%，不仅患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而且表现出发病低龄化和度数高
度化的趋势。

“造成青少年近视的原因有遗传这样
的先天因素，但更多的是环境、营养、用眼
习惯等这些后天因素。”省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庞辰久认为，随着近年来智能触控
手机、平板电脑的兴起，青少年成为伴随这
些产品成长起来的“触屏”一代，从而助增
了“小眼镜”。“眼睛为了适应环境从而做出
一些变化，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眼轴
长度就会固定下来，便成了近视。”

目光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多了，也
就难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青少年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小学
阶段已经是近视眼，长大后就有可能成为
超过600度的高度近视。”庞辰久强调，“家
长们不要认为给孩子戴上眼镜就能治本，
如果不加防范，高度近视可是除了白内障
之外致盲的第二大危险因素。”

庞辰久建议，青少年务必要养成良好
的用眼习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书、看
电脑时间不要过长，学生要利用课间时间
做户外活动，让眼睛得到劳逸结合的放松
机会。

爱美人士，别让“美瞳”成为“伤痛”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作为隐形眼镜中的“美瞳”深受爱美人士的
青睐。记者在郑州市区的多家眼镜店走访
发现，美瞳销售十分火爆，分有日抛、周抛、
年抛等不同类型，颜色也有黑色、蓝色、紫
色等十几种不同规格。

美瞳虽“美”，但也有爱美人士因此受了
“伤痛”。采访当天，记者碰到今年即将从河
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毕业的小韩，因为佩戴
美瞳刚一个月就出现眼角充血的症状，被医
生诊断患上了角膜炎。经过询问得知，小韩
为了毕业找工作，通过朋友推荐在网上花69
元购买了日抛型美瞳。“网上介绍说这种美
瞳一天一换，方便好用，而且也想给自己求
职的外在形象加加分。”小韩说。

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庆惠玲
告诉记者，在她接诊的患者中，大约有
3%～5%是像小韩这样因为佩戴美瞳引发
角膜上皮缺损、眼红、酸疼、干涩、流泪等
症状，而且以往还有患者因佩戴隐形眼镜

不适引发了角膜溃疡、甚至失明等严重后
果。

“由于美瞳的镜片中间带有一层色料
层，因此相比普通的隐形眼镜厚度上有所
增加，这样佩戴之后就影响了角膜的透氧
率。”庆惠玲说，因为隐形眼镜都是要通过
手指精确小心地放入来完成佩戴，也就难
免又会造成眼角膜受到外界细菌的感染。

“更为可怕的是，一些不正规网店销售的美
瞳佩戴之后，中间色料层出现脱落掉色，严
重危害眼睛健康。”她说道。

3D电影虽好看，眼镜卫生须提防

3D电影以身临其境的逼真图像和无
比震撼的刺激场景受到公众的追捧。那
么，在享受精彩大片的同时，3D眼镜的卫
生问题不容忽视。

据了解，郑州市金水区卫生监督所在
去年 5月份对辖区内 3家电影院进行突击
检查，发现公共3D眼镜存在消毒记录不规
范、发放和回收装备没有标识等问题。根
据《河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电影院提供的公共3D眼镜必须
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记者在郑州市农业路上的一家电影院
采访发现，3D眼镜虽然也设立了专门的消
毒设施和收纳箱，但在每两场影片放映间
隙，工作人员用眼镜布或湿巾纸对每副镜
片进行简单擦拭即完成了“消毒”。据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影院会定期对 3D眼镜进
行杀菌消毒，但是碰到人流高峰期，就不能
保证所有眼镜一场一消毒。”

“由于在黑暗环境下看光线强烈的屏幕，
本身对眼睛就会有伤害，通过3D眼镜看电
影，眼睛聚焦点不断变化，致使瞳孔放大、眼
压升高，造成视觉高度疲劳，易引发急性青光
眼。”庆惠玲说，对于青少年来说，经常观看
3D电影还会导致近视程度进一步加大。

夏季是红眼病传播的高峰期，公共场
所的 3D眼镜难免会有一些汗液和皮肤分
泌物的附着，若是眼镜消毒卫生不规范，必
然会成为传染源。庆惠玲建议，在观看3D
电影中途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影片结束后
要立即洗手，以免造成交叉感染。⑥4

□本报记者 温小娟

用“接地气”创意，将文化融
进日常生活

文创产品是指将文化与创意相结合的
商品。如今，越来越多的文博机构开始重
视文创产品的研发，一大波或是“萌萌哒”，
或是令人“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开始活跃
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6月7日，记者在郑州市的聚协昌博物
馆看到，摆放在博古架上的状元棋、状元
包、奏折式收藏品明信片等个性鲜明的小
商品格外引人注目。这些都是依托聚协昌
博物馆馆藏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状元棋
依据的是明清时期《升官博戏图》，通过下
棋可以告诉人们科举考试过程；状元包正
面印了状元花“梅花”，背面是中国最后一
名状元刘春霖殿试试卷，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旧时科举人对学术的追求……该馆馆长
郭鹏说：“这些产品独具特色又符合大众日
常需求，所以挺受欢迎的。”他认为，好的文
创产品要以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有趣、有

用。同时，要用接地气的创意让优秀的传
统文化元素融入大众日常用品当中，让大
家在使用该产品时，能够用一种轻松有趣
的方式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然而，同样是依托馆藏资源开发的文
创产品，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石
刻拓片销售情况却一般。馆长李宝宗说，
石刻拓片艺术性和观赏性较强，价格相对
较高，从一百多到两三千不等，因而局限了
它的消费群体。

“线上＋线下”，打造品牌是
文创产品未来之路

如何更好地打开文创产品的大众消费
市场？郭鹏表示，品牌是文化代言人，打造
出自己特色品牌，再做出能满足不同年龄
段人们需求的产品就不愁销路。

今年年初，由河南博物院授权开发的
妇好鸮尊“鸮傲江湖”系列文创产品正式亮
相。上月底，为更好地打开“鸮傲江湖”系列
文创产品市场，创意研发该系列产品的河南
嵩阳文化策划有限公司举办了一场文化创
意体验活动，以创新、跨界、融合的思维对素

版大宋官窑“鸮尊”进行第二次艺术创作。
“通过体验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鸮尊

的历史文化渊源和背后的故事，效果非常
好。活动结束后，我们的订单在成倍增长，
大部分都是来自单位的批量订单。”该公司
总经理王昕说，这次活动给我们的启发是
推广产品前让“文化先行”，通过现场体验、
互动活动给公众先上一堂“文化课”。

谈到文创产品市场未来前景，王昕信心
满满：在河南博物院的引领和支持下，将对文
创产品品质进行提升，努力打造独具地方特
色品牌。同时，产品陆续进驻商场、书店、旅
游景点等地，实现“线上＋线下”同时联动。

凸显“特色鲜明”，打造文创
产品新体系

今年5月，国家出台的《关于推进文化
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提出，推动文化资源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
合，既传播文化，又发展产业，增加效益，实
现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为
众多文化文物单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此，河南博物院在确保公益目标、保

护好国家文物、做强主业前提下，依托馆藏
资源，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研
发、生产和经营。继开发妇好鸮尊“鸮傲江
湖”系列文创产品后，在今年5月深圳文博
会上，与深圳一家公司签约开发河南博物
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

“武则天金简”承载了祈福、转运、长寿
等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价
值。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表示，作为中华
文明的起源地，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给后
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如何展示、研
究、利用好这些文物，让它们发挥更大的效
应，这是河南博物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此
次文创产品的探索为现代生活与传统文
化、文物之间的融合开辟了新的路子，真正
实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愿景。

文创产品已步入亲民时代，我省文博
单位如何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对此，省文
物局局长陈爱兰表示，河南作为文化大省、
文物资源大省，要依托重点文化文物单位
和丰富馆藏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创产
品新体系，培育一批文化创意领军单位和
产品品牌，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统一。⑥4

她，是患者，因子宫肌瘤住院一周，却在迎来上百名病
患从全省各地跑来只为看她一眼；她，是医者，为 1000多
名病患诊治过，还无数人重新生活的希望，至今也常记挂
着他们的点滴。

曾经，她是病人眼中的专家；如今，她是患者眼中的病
人；她叫张龑莉，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七病区的医
生。从 5月 27日住院到出院，这一周，对张龑莉来说，永
远都不会忘记。

“如果可以，情愿替你受罪”

“张姐，你可千万不能倒下！要不我们该怎么办
啊。”一名病患家属刚一进门就哭出来，倒是张龑莉还得
一直安慰她，“我没事，放心吧。我记得你，你不是想要
二胎么，现在丈夫吃药不会影响的。”一边说着，张龑莉
翻开了自己专门在手机里建立的相册，里面全是病患宝
宝的照片。

“不少人大老远跑来，一看见我，还没张口眼泪就掉
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却让大家挂心了。”张龑莉
挺不好意思的。她的病人都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作
为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这种病虽不及白血
病那般可怕，通过服药、治疗后能正常生活工作，但对于
普通人而言，也意味着痛苦和折磨。目前，该病患者全
省累计有四五千人。而这四五千人中，有四分之一都是
张龑莉的病人。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张龑莉专门建起了QQ群，将这
些“战友”聚在一起，互相鼓劲，面对病魔。住院的这几
天，张龑莉悄悄告诉群管理员，让他帮着多打理，谁知他
却在群里发布了张龑莉得病的消息，大伙儿一听说，远的
近的，纷纷赶来，每天把张龑莉的病房挤得爆满。

一位七十多岁的病患炖了骨头汤专程跑来，说要给张
龑莉补身体；一个在北京住院的小患者天天吵着要来看
她。

“手术的痛苦没让我哭，但这些病人的关心却让我哭
了。”张龑莉说。

她在朋友圈写下：“他们对我的需要、支撑让我要尽快
好起来为他们服务。”她跟所有人说：“我不能倒。”

“视病人为自己”

张龑莉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倒下，会成为病
人。就在诊断出来的前一天，她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4个肌瘤布满子宫，若不是主治医师的催促，她还不太在
乎。

虽然这些年她因轻微脑血栓而总是头晕，因尚未确诊
的骨髓瘤而每半年都要接受检查，但对于她自己而言，她
只是那个能带给病人信心和希望的主治医生。

“视病人为自己”，是张龑莉给自己的要求。没住院
前，她天天工作到晚上，坚持把每个患者的诊断整理后发
在群里。住院期间，即使吃饭、上厕所，病患打来的电话
她都耐心地接。

“好的医生，三分之一是技术，三分之二是艺术。医患
之间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信任，一句话，不同的说法，会
让病人有不同的感受。医患之间不可能只有矛盾，也会
有爱。做够病人了，要回去更努力地当医生了，还有那么
多病患等着我呢。”张龑莉笑着说。⑥4

深宫“高冷”文物，
可否轻松“带回家”

河南博物院馆藏
文物妇好鸮尊。

对珍藏文物的文化创意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小朋友。

张龑莉和前来看望她的小患者。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6月6日是第2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呵护眼睛，从小做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透过小小的眼球，不但让我们看到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而且是透视身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然而，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一些高科技产品让我们感受奥秘与神奇的同时，也在日益威胁着眼睛的健

康。如何让“心灵之窗”更明亮？记者近日采访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为爱眼、护眼“支招”。

北京故宫博物院散发传统

文化气息的故宫日历、以“御花园

彩石甬路”为主题的五彩耳钉，台

北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胶带

纸……近年来，这些依托博物馆

馆藏文物衍生的文创产品在火

爆全国的同时，也让人们实现了

将“文物”带回家的愿望。

“高冷”的深宫藏品一朝成

“网红”，让越来越多的文博单位

开始思考，如何依托馆藏资源研

发出符合大众审美和需求的文

创产品，让文物的灵魂真正“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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